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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與大家分享 神在我身上的恩典，我要感恩的就是我可

以來美國大學學習和一些生活上的經歷。我出身在中國大

陸一個傳道人的家庭中，所以我來美留學只是我在小學作

文裏二十年後的願望和夢想，後來真的夢想成真，我終於

來到美國學習。事情是發生在我初中時

代，我了解我們當地有一所基督教的初

高中，後來因著 神的恩典，讓父母親

有信心把我從中國公立學校帶出來，進

入這所可以學習英文的小學校。但當時

也沒有人知道，畢業後是否可以讀大

學，也從來沒有人親身體驗，因為基督

教的教育是不受中國認証的。感謝 神

的恩典，後來知道我們也可以出來讀大

學，我的學姊 Carmila 先出國，也鼓勵我出國留學，後來

我順利申請到 Biola大學，但以我們傳道家庭的經濟狀況不

可能支付那麼龐大的費用，但因著 神的恩典，在我一些親

戚的支持和學術獎學金的補助下，我決定來美就讀。我是

學音樂的，主修鋼琴，學校給我的奬學金可以支付一半以

上的費用。當我來到這裡後還是碰到很多困難，但感謝 神

為我預備很多老師帶領我，也讓我進入這個教會，這裏很

多叔叔、阿姨給我的關懷和照顧，還有梁伯伯每星期六開

放他的家給我們聚會，讓我們在屬靈生命得到很多成長和

溫暖。我在教會裏的服事，也深獲讚賞和鼓勵。我很感恩

能有這些寶貴的經歷，就如父親經常告訴我的：「神在灰

塵裏抬舉貧寒人，從糞堆中提拔窮乏人。」（詩篇113:7）

感謝神。（2018感恩節見證） 

 

 

今天在感恩節見証，心裡滿了許多感恩的話，因為這麼多

年以來，我一直記著我媽媽告訴我的一句話「凡事謝

恩」。走一步、是一 步，每一步都

是 神的恩典。我個人時 常會為明天的

事憂慮，下一步要怎麼 走？或者說我

接下來要怎麼辦？以我 們家的經濟情

況來說，剛開始就未曾 有出國留學的

念頭，但 神就很奇妙的 為我預備正好

足夠的經費和需要讓我 來到美國。然

後到了第二學期又是開 始擔憂的時

候，然而我又能接著獲得足夠的經濟補助，譬如說來自别

人的支助，或者是獎學金，這些東西和恩典都是事先無法

預料到的，這一切都是 神在為我預備。 

 

還有我要在此特別感謝教會的叔叔、阿姨，在很多方面無

論是在代禱或經濟方面的幫助。我對下個學期或馬上畢業

之後，對未來何去何從也在思慮當中，但剛剛聽了許多見

證，還有一位阿姨説：要時常感恩，會讓我變得更加喜

樂。現在在我身邊周圍有那麼多的人需要感恩，為何要為

將來憂慮，我還那麼年靑，何必想那麼多，一切交託給我

們的 神，向 神獻上感恩，活在當下， 

 

最後我很開心並感謝教會給我作些為教會服事的工作。譬

如控制power point(影像）和音響操作，這些都是我的擅

長，駕輕就熟之事。這個學期當我回來教會時，就希望能

為教會盡點心力，感謝 神的恩賜，讓我有這機會事奉神。

（2018感恩節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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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在英文婦女查經班裏，有一些分享和心得，讓我感觸

很深，想在此表達我的感恩。剛剛王長老提到他母親回天家

時，表達對母親的謝恩。記得我在五十歲時，打電話給我父

親，感謝他把 我帶到這個世界，並把我

從小帶進教 會。我不清楚我父親是怎

麼信主的，我 們是住在高雄縣一個鄕下

叫湖內鄉，那 是靠海邊的一個小漁村，

當地人拜很多 海邊的神明，學校常常會

停課，因為小 孩都要去參加廟會的活

動。在那裏有 一個很小的教堂叫聖教

會，我們搬去 那個地方住時，我才五

歲，我爸爸就帶我去這間教會，基本上我從小就在教會長

大。 

可是我是一個很叛逆的人，大學畢業之俊，我就不想再去教

會，因為我覺得很辛苦也很花時間，禮拜要上教堂，有時又

要去參加教㑹各種活動，而且教會裏有牧師，有弟兄姊妹，

到處都是人，感覺很不習慣，也很不耐煩。我離開了教會將

近十幾年，然後我們來到美國，也是不參加任何形式的教會

聚會。可是神的恩典藉著隣居開始向我招手，我們搬到Brea

住，一個對我非常陌生的城市，隔壁的鄰居也是基督徒，當

我們認識之後，慢慢的就把我帶進教會，從此我整個人的靈

命就開始翻轉，開始學習聖經上的話語，起初我對聖經的了

解非常膚淺，只知道外面的字句，卻不認識裏面所代表的意

義，直到我真正了解之後，頓時神的生命就成為大翻轉和大

喜樂。我覺得 神非常恩待我，像我這種不配的人，神竟然

揀選我，讓我知道我今天在這裏或到天家，神給我的應許那

裏都一樣，真是感謝主。 

 

在一次星期四的婦女查經時，有二處經節對或有很大的鼓勵

和幫助，首先是約翰福音3:16「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

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另

外就是以賽亞書41:10「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

要驚慌，因為我是你的紳。我必堅固你，我必須幫助你；我

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我想我一生走過來，即使我

會有擔憂，我常會覺得，我現在身体的狀況，是否可以維持

20年還是如此安穩，我也常羨慕教會的長者，他們八、九十

歲了，身體還是那麼好又健壯，我似乎認為四週的老人都應

該是如此，但當我回到老家，看見一些親戚，或到老人中

心，一些才六、七十歲的人，身體卻虛弱多病，我常驚醒擔

憂自己將來到了那個年紀是否也是如此。可是當我想到這二

處經節時，我就提醒自己，我的的心突然就安定多了。 

 

我這一生常有叛逆的時候，當我向 神悔改認罪時，神就把

我帶回來，神的管教跟著我。當我來到 神的面前，神會繼

續保守我，用公義的手扶持我。不管我身在何處，神必與我

同行。有一首詩歌《恩典之路》説到「你是我的主，引我走

正義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護，萬人中唯獨你愛我、認

識我，永遠不變的應許，一生都是祝福，一步一步都是恩

典，你愛、你手將我緊緊抓住，一步一步這是盼望之路，你

愛、你手牽引我走。」把榮耀、讚美歸給我們天上的父。

（2018感恩節見證）  

我曾在我們仁愛小組聚會分享過，大概在六、七年前我開始

迷上看韓劇，以前從未看過，就在一些朋友的介紹下得悉它

有多麼精彩好看，從此就開始沈迷於韓劇，甚至到了難以自

拔的地步。其實我的內心 卻很氣憤自

責，因為非常消耗時間， 它剝奪了我

很多讀經、禱告的時間， 對神感到很

虧欠。在這其間，我曾經 多次向主禱

告，求主為我解脫這個捆 綁。當時為

了追韓劇，又不想花太多 時間，經常

以加倍遙控的速度，甚至 快到二倍去

觀看，日以繼夜似的，就 是無法忍

住，我曾經痛苦地跪在地上向主懇求，但還是無法戒掉這個

癮，我開始痛恨自己的作為。但是很感謝主，就在去年三、

四月時，在一次禱告中，我突然有了靈感，就如哥林多前書

12:9「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信心。」。我要求主來誇我的

軟弱，讓主來把我剛強起來，後來在三月底我在小組聚會分

享見證，我已經好幾天不再看韓劇了，一直到現在，一次都

沒有看，我已經完全戒掉，徹底擺脫捆綁了，真的是很感謝

神。順便在此提到有一次小組聚會査經時，談到「謙卑和自

卑」的主題，我覺得自己已經學習到在神的面前謙卑下來，

感謝神讓我剛強站起來。（2018感恩節見證） 

陳晰薰姊妹 



一年復始、萬象更新，欣逢一年一度的春節和元宵節，這是

我們中國人一年中最重要及歡樂的傳統節慶。首先在此恭賀

所有弟兄姊妹「福杯滿溢、諸事興盛、平安喜樂、共沐主

恩」。它也意味着

春天的來臨，萬物

復甦、草木更新，

凡在世界各地的所

有華人都充滿喜

氣，歡欣鼓舞來迎

接這個節日的來

臨。 

 

我們教會特別於二月十六日中午在Top One Buffet餐館舉辦

新春元宵團圓聚餐，共渡佳節。大家喜氣洋洋、歡聚一堂，

享受我們海外華人過年節的氣氛，也趁此機會回顧過去一年

主在我們身上的作為和施恩獻上所有的

感謝和讚美，也深深體會在主的大家庭

所擁有的溫暖和幸福，神的兒女彼此相

愛和關懷，並見證主耶穌的慈愛和榮

耀。 

 

這次聚餐參加人數踴躍眾多，除了教會

弟兄姊妹外，還有不少親朋好友共襄盛

舉，當日出席人數共計83人，氣氛相當

熱鬧，也洋溢著基督的愛和祝福。聚餐先由Noch牧師的謝

飯禱告展開序幕，接著大家魚貫前去拿取食物。自助餐的菜

色種類繁多，提供各式各樣的美食佳餚，無限量供應，吃不

盡的美味珍饈，雖然以中式料理為主，也有西式餐點，日式

料理的壽司和生魚片，各種肉類、蒙古烤肉、海鮮、生菜沙

拉、水果，琳瑯滿目，應用盡有。還有吸人眼目的各式甜

點，滿足每個人不同的胃口。大家在用餐中，滿面春風、笑

逐顏開，也不時相互拜年道賀、談笑風生、其樂融融。緊接 

著展開歡樂活動和餘興節目，由多才多藝、眾望所歸的趙國

英姐妹主持，準備了精彩好玩的遊戲節目，趣味十足，包括

抽奬、各式各類的猜謎語，有猜成語、唐宋詩詞和聖經上的

故事，大家熱心的參與和投入，玩得興高采烈，增添了不少

歡笑和喜樂的氣氛。末了大家同心合意，齊聲歡唱「我們都

是一家人」，讓整個餐㑹達到最高潮。 

 

最後新春聚餐活動在下午二點，在王長老的祝福和禱告及大

家互道賀聲中圓滿結束。願主耶穌保守大家在新的一年中滿

有神的恩惠和膏油, 平安喜樂,  生命更加散發基督馨香之氣, 

基督生命之光照亮全世界，把一切榮耀讚美歸於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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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徙生活-謹記聖經經文              

充實屬靈生命的供應長大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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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四月份去北歐遊輪時，還未上遊輪就被人偷了背包，內

有護照，沒有護照於是被拒上船，幸好早前買了船公司保

險，雖然不能退款，卻給我們全數信用，可作下次旅費，由

於 Bobby 有柏症體力日差，和承受壓力的能力低了，我就想

想什麽時候去和去什麽地方好呢?想起了有對昔日香港教會

弟兄姊妹夫婦，去年由布里斯本搬至悉尼，我們和他們很熟

络的，姊妹還將新居的樣貌用 WhatsApp 寄給我看，我還回

她說三年前去悉尼旅行，因為腳痛很利害，根本沒有多遊悉

尼，她回我說我倆身體許可就多來一次吧，而紐西蘭郵輪就

是由悉尼來回的，於是就 WhatsApp 問姊妹能否上船前在她

家留宿，以及船期九月十月和十一月都有，那個期較適合

去，因我盡量想 Bobby 不需考慮飛机和船期的配合，和接送

的問題，以减少他的壓力，感謝姊妹一口答應，還說九月悉

尼沒有那麽熱，於是我們就開始訂遊輪房間，通常訂遊輪都

會預早很多時間的，但我們六月訂九月的就太遲了，遊輪祗

剩一間有陽台的房間，還以為位置會很不好，但去到卻發現

房間和電梯口距離只是幾間房間之遥，而這艘船是新的，每

層都有洗衣房，洗衣房和我們的房間也只是幾間房之遥，對

我俩老殘人士來講，实在太好了。感謝神的預備。 

 九月二十二日我們就踏上旅程，二十四日早上到悉尼，得

弟兄接機，回家前還带我們先遊覧 spring garden, 弟兄又

答應带我們去 Blue Mountain, 原先我打算二十六日才去

的，但因姊妹的姊姊一行三人那天從香港來探他們，於是要 

 

 

 

 

 

 

 

提早二十五日去，那天天氣不太冷不太熱很舒服的，但二十

六日卻下傾盆大雨，感謝天父看顧，不然我們和 Blue Moun-

tain又再缘慳一面了。 

 船上晚餐時段有 5:30 和 8:00，因 Bobby越夜行動越差，我

們想 5:30食晚餐的，但我們因太遲報名，排 waiting list 

#5，最後一張餐枱竟然讓我們輪到，位置還在角落，很安静

的，又再一次感謝神的预備。旅程中 Bobby 表現頗佳，行動

也順暢，祗是在晚飯時間至看表演時步履不稳，要我參扶,

那時有些旅客見到的都會伸手扶他一把，又或按着電梯等他

進入，其实這世界什麽種族的人都不乏有愛心的。這旅程十

二日共遊了五個城市和一個 National Park, 觀看湖光山

色，大自然的美景，实在感受到神創造的偉大。 

 十二日很快過去，有另一位弟兄都是住在悉尼，我們來的

時候，他們夫婦剛出埠不在悉尼，我們回程時他們就在悉

尼，那位弟兄說他的家較近碼頭和机場，自薦接我們船，在

他家渡宿一宵和翌日送我們到机場。感謝弟兄姊妹的愛心關

顧，感謝各弟兄姊妹們的代禱，最後感謝我們所信靠的神的

看顧保守和带領，十月十一日我們平安回到家了。 

老殘遊記 

* 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 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 （羅馬書10:9） 

 

*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哥林多後書12:9） 

 

*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撒迦利亞書4:6） 

 

*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 （彼得前書5:7） 


